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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涨跌

市场主要指数涨跌幅

指数简称 收盘点位 涨跌幅

上证指数 3349.75 0.99%

深证成指 12686.03 2.88%

创业板指 2824.44 6.29%

沪深 300 4394.77 1.99%

中小 100 8645.87 1.74%

恒生指数 21719.06 3.06%

标普 500 3911.74 6.45%

数据来源：WIND，2022-6-20 至 2022-6-24

上周（2022-6-20 至 2022-6-24）市场先抑后扬，各大指数周线继续收红。截至

上周收盘，上证指数上涨 0.99%，收报 3349.75 点；深证成指上涨 2.88%，收报

12686.03 点；创业板指上涨 6.29%，收报 2824.44 点。

行业及板块涨跌

(数据来源：WIND，2022-6-20 至 2022-6-24)

行业板块方面，31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22 个行业上涨，8 个行业下跌。其中，

电力设备、汽车和家用电器涨幅居前，煤炭、石油石化和有色金属跌幅居前。



沪深涨跌家数对比

(数据来源：WIND，2022-6-20 至 2022-6-24)

市场资金

港股通资金情况

(数据来源：截至 2022-6-24)

方向 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本周合计 40.64 70.26

本月合计 627.29 311.06

本年合计 615.68 1,587.82



近 30 日港股通资金流向

(数据来源：截至 2022-6-24)

外资情况

方向 持股市值（亿元） 占总市值 占流通市值

合计 27,441.98 2.96% 3.94%

陆股通 24,901.44 2.68% 3.58%

QFII/RQFII 2,540.54 0.27% 0.37%

(数据来源：截至 2022-6-24)

市场估值水平

(数据来源：截至 2022-6-24)



成交情况

近 30 日 A 股成交额及换手率

(数据来源：截至 2022-6-24)

一周市场观点

上周市场先抑后扬，各大指数周线继续收红；风格方面，成长继续跑赢价值。北

上资金前三天净流出 170 亿元，周四周五净流入 210 亿元。

消息方面：

1、6月 22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大汽车消费支持的政策，强调进一步释放汽

车消费潜力；

2、理想发布新款车型，市场反馈热烈，进一步带动新能源汽车板块的情绪；

3、 6 月 24 日，证监会发布了《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管

理暂行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对于可投资基金的类型、规模等进行进一

步明确，对我国个人第三支柱养老体系建设及资本市场长期投资资金来源均有重



大意义。

4、巴菲特继续加仓美股西方石油，押注全球通胀将延续；

5、全球知名私募桥水基金历史性地大举做空欧洲股市和债市，担忧全球经济增

长放缓；

近期一批成长股的持续优异表现，背后是相关板块的基本面强劲——新能源车的

需求不断超预期（全年新能源车销量预计上调至 600 万辆，疫情期间一度下调到

500-550 万辆）；光伏的海外需求加速增长（尤其是欧洲方面能源压力较大）；

风电全年装机量预期从年初的 70GW 上调到近 100GW；军工接近二季报披露期，

部分企业的业绩预喜。这些板块的高景气陆续得到验证，推动了股价上涨。但需

要看到的是，四月底以来这轮反弹，部分板块已经有近 50%的涨幅，当前估值也

逐渐合理，市场情绪高涨之余，博弈氛围逐渐浓厚。

后续建议重点关注：

1. 国内经济复苏的进度，这将影响本轮行情的延续性和部分经济相关性较强的

行业的表现；

2. 海外通胀和经济放缓的影响，中期可能影响资金风险偏好，长期可能影响出

口和经济基本面。

一周财经事件

1、可转债监管新规来了，过度炒作该收敛了

日前，沪深交易所分别发布《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及《关

于可转换公司债券适当性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新规从多个角度对可转债炒作

进行了限制。比如，转债非首日交易设置 20%涨跌幅限制，压制了资金炒作空间，



强制披露高波动转债的“龙虎榜”交易信息，定义了转债的价格“异常波动”和

“严重异常波动”，明确转债异常交易行为并且出台了具体的监管政策。

近期，可转债市场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典型的如永吉转债首日收盘价达到历

史最高的 276 元，且与正股表现严重不匹配，交易所随即发出问询函并进行停牌

核查。此外，近期炒作品种范围持续扩大。机构统计，5月下旬周换手率超过 100%

的转债占比甚至超过三分之一，类型从传统“爆炒”的小盘品种扩展到新券、弹

性券、条款博弈预期较强的个券等。这令很多市场人士忧心。

事实上，可转债在品种特性、交易规则等方面与传统的股、债都有较大区别，不

应成为投机者的工具，市场应该珍惜可转债的独特价值，呵护可转债市场的健康

发展。

（来源：证券时报，原文链接）

2、LPR按兵不动，下调仍有空间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未上演“两连降”。6月20日，新一期LPR出炉，其中1

年期LPR为3.7%，5年期以上LPR为4.45%，均与上期持平。

专家表示，上个月5年期以上LPR大幅下降，促进中长期贷款利率下行效果持续显

现。在此背景下，6月LPR报价转为保持稳定符合预期，不会阻碍实际贷款利率稳

中有降，但不排除未来LPR继续下降的可能性。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3、国常会加大汽车消费支持力度，预计新增2000亿元消费

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消费是经济主拉动力，是当前推动经济运行回归正轨重

要发力点，促消费政策能出尽出。要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

一是活跃二手车市场，促进汽车更新消费。对小型非营运二手车，8月1日起全面

取消迁入限制，10月1日起转移登记实行单独签注、核发临时号牌。

二是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车购税应主要用于公路建设，考虑当前实际研究免征

https://www.stcn.com/stock/djjd/202206/t20220621_4666508.html
https://www.cs.com.cn/xwzx/hg/202206/t20220621_6278593.html


新能源汽车购置税政策延期问题。

三是完善平行进口政策，支持停车场建设。政策实施预测今年增加汽车及相关消

费大约2000亿元。

“汽车产业链条长、辐射范围广，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之一，同时，汽车消

费社零占比高，带动效应强，是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关键领域。”无锡数字经

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吴琦指出，今年以来，受疫情以及原材料短缺等因素影响，汽

车消费增长承压。近期，中央有关部门不断释放促进汽车消费的政策信号。

（来源：经济参考报，原文链接）

4、个人养老金可投公募基金，养老目标基金拟先行纳入

昨日，证监会起草了《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管理暂行规定

（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暂行规定》明确，在个人养老金制

度试行阶段，拟先行纳入最近4个季度末规模不低于5000万元的养老目标基金。

养老目标基金为中低波动且含权益资产的基金产品，未来随着个人养老金制度的

推进将逐步推开。

目前，公募基金行业已成立养老目标基金178只，总规模1068亿元，其中目标日

期基金165亿元、目标风险基金903亿元，持有人户数超过302万，以个人投资者

为主。截至2021年底，成立满一年的养老目标基金平均年化收益率11.3%，高于

10年国债收益率8个百分点以上。

证监会表示，将进一步扩充产品范围，纳入更多投资风格稳定、投资策略清晰、

长期业绩良好、运作合规稳健、适合个人养老金长期投资的其他类型公募基金。

相关产品名录每季度进行更新，动态调整优化，激发市场主体参与活力，更好服

务个人养老金长期保值增值。

（来源：证券时报，原文链接）

5、桥水基金将做空欧股押注翻倍至 105 亿美元

http://www.news.cn/money/20220623/d54b2caf1bfd4c57bfbeb0518d288be5/c.html
https://www.stcn.com/stock/djjd/202206/t20220625_4684602.html


桥水对欧洲股票的做空押注增加一倍，至105亿美元，在过去一周几乎翻了一番，

对该地区股市的看空力度达到两年来的最高水平。根据汇编数据，这家全球最大

的对冲基金公司披露了对28家公司的空头押注，其中包括对阿斯麦、道达尔、赛

诺菲和思爱普的个人押注超过5亿美元。

上周数据显示，桥水已成为欧洲股市的最大空头，大举押注逾57亿美元做空欧股。

基于监管文件汇总的数据显示，这些投资中包括对半导体制造商阿斯麦10亿美元

的空头押注以及对道达尔约7.52亿美元的空头押注。该公司本月做空的欧洲公司

数量已增至18家。

（来源：金融界，原文链接）

风险提示：

本材料中包含的内容仅供参考，信息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我们对其准确性及完

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构成任何对投资人投资建议或承诺。市场有风险，投资

需谨慎。读者不应单纯依靠本材料的信息而取代自身的独立判断，应自主作出投

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本材料所刊载内容可能包含某些前瞻性陈述，前瞻

性陈述具有一定不确定性。

http://usstock.jrj.com.cn/2022/06/2400393675498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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